
2020-10-31 [Health and Lifestyle] Gun Sales Increase in US 词频表词频表

1 and 2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 gun 24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(俄、意)古恩

3 to 23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4 in 22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5 the 2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6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he 15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8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 that 9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11 said 8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伯)赛义德

12 she 8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13 this 8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14 about 7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15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6 Buyers 6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17 have 6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18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 or 6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20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1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2 at 5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23 club 5 [klʌb] n.俱乐部，社团；夜总会；棍棒；（扑克牌中的）梅花 vt.用棍棒打；募集 vi.集资；组成俱乐部 adj.俱乐部的 n.
(Club)人名；(英)克拉布

24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5 garland 5 ['gɑ:lənd] n.花环 vt.戴花环 n.(Garland)人名；(英、西、瑞典)加兰

26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7 reuters 5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8 sales 5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29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 as 4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31 first 4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32 guns 4 ['ɡʌnz] 枪炮

33 has 4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34 increase 4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35 more 4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36 news 4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7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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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one 4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39 politically 4 [pə'litikli] adv.政治上

40 small 4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人
名；(英)斯莫尔

41 something 4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42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43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4 are 3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45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6 black 3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47 by 3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48 class 3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49 conservative 3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50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1 do 3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52 fear 3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53 finch 3 [fintʃ] n.雀科鸣鸟；雀类 n.(Finch)人名；(英、俄、西)芬奇

54 firearms 3 英 ['faɪ̩ ɑ rːmz] 美 ['faɪə̩ ɑːmz] n. 火器；轻武器 名词firearm的复数形式.

55 guys 3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
56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57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58 however 3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59 industry 3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60 it 3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61 Jewish 3 ['dʒu:iʃ] adj.犹太人的；犹太族的

62 Members 3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63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64 public 3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65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66 smith 3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67 their 3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68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69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70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71 time 3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72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73 violence 3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74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5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76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77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78 another 2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79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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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beeken 2 贝肯

81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82 buff 2 n.浅黄色；软皮；爱好者；[俚]健康的身体 (Buff)人名；[德]布夫；[英]巴夫 vt.有软皮摩擦；缓冲；擦亮，抛光某物

83 calls 2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84 carlson 2 n.卡尔森（公司名）；卡尔松（姓氏）

85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86 defend 2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87 demonstrations 2 [demənst'reɪʃnz] n. 课堂演示；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.

88 election 2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89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90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91 family 2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92 fares 2 ['feəz] n. 车费；船费；运费 名词fare的复数形式.

93 feared 2 v.畏惧(f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为…忧虑（或担心、焦虑）；敬畏（神等）；感到害怕

94 fears 2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95 forbid 2 vt.禁止；不准；不允许；〈正式〉严禁

96 George 2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97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98 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99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00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01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02 learn 2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103 lessons 2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104 liberal 2 ['libərəl] adj.自由主义的；慷慨的；不拘泥的；宽大的 n.自由主义者 n.(Liberal)人名；(葡)利贝拉尔

105 like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06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07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08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09 mask 2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110 matteo 2 n. 马泰奥

111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12 mclaughlin 2 n. 麦克劳克林

113 melissa 2 [mə'lisə] n.梅利莎（女子名）；蜜蜂花

114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15 noted 2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6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17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18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19 On 2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20 order 2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121 own 2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122 owner 2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23 owners 2 ['əʊnəz] 业主

124 ownership 2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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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permit 2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126 pistol 2 ['pistl] n.手枪；信号枪 vt.用手枪射击 n.(Pistol)人名；(罗)皮斯托尔

127 police 2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128 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29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30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131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32 registered 2 ['redʒistəd] adj.注册的；记名的；登记过的；（家畜等）附有血统证明的

133 safety 2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134 say 2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135 scary 2 adj.（事物）可怕的；恐怖的；吓人的；（人）提心吊胆的；引起惊慌的；胆小的

136 shooting 2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137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38 story 2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139 surge 2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140 surges 2 英 [sɜːdʒ] 美 [sɜ rːdʒ] n. 汹涌；波涛；猛增 v. 汹涌；涌起；激增；[海]缆绳滑脱

141 than 2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142 themselves 2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143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44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45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46 tim 2 [tim] n.蒂姆（男子名）

147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48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49 up 2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150 us 2 pron.我们

151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15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53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154 woman 2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155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156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57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58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159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60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61 accidents 1 ['æksɪdənts] 事故

162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6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4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165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66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67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168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69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70 ammunition 1 [,æmju'niʃən] n.弹药；军火 vt.装弹药于 vi.装弹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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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72 arrow 1 ['ærəu] n.箭，箭头；箭状物；箭头记号 vt.以箭头指示；箭一般地飞向 n.(Arrow)人名；(英)阿罗

173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174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175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76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177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178 bailey 1 ['beili] n.城壁，外栅；城堡外庭 n.(Bailey)人名；(英)贝利，贝莉(女名)；(葡)拜莱；(西)贝利

179 Barack 1 n.贝拉克

180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81 benjamin 1 ['bendʒəmin] n.本杰明（男子名）；受宠爱的幼子

182 bloody 1 ['blʌdi] adj.血腥的；非常的；嗜杀的，残忍的；血色的 vt.使流血 adv.很

183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184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5 brands 1 [brænd] n. 烙印；商标；牌子；标记 vt. 加污名于；铭记；打烙印

186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87 but 1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188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189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190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91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192 can 1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193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94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95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96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197 clashes 1 [klæʃ] n. 冲突；抵触；撞击声 vt. 使…发出撞击声 vi. 引起冲突

198 clashing 1 [klæʃ] n. 冲突；抵触；撞击声 vt. 使…发出撞击声 vi. 引起冲突

199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200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201 conservatives 1 [kən'sɜːvətɪvz] 守旧派

202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203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204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205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206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207 Damon 1 n.达蒙（罗马神话中的西西里人，与Pythias为生死之交）；戴蒙（男子名）

208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209 daughters 1 n. 多特斯

210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211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212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213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214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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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216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217 democrat 1 ['deməkræt] n.民主党人；民主主义者；民主政体论者

218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219 designs 1 [dɪ'zaɪn] n. 设计；图样；图案；目的 v. 设计；计划

220 detained 1 [dɪ'teɪn] vt. 扣留；拘押；耽搁；延误

221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222 dissatisfaction 1 ['dis,sætis'fækʃən] n.不满；令人不满的事物

223 divisions 1 [dɪ'vɪʒnz] 分区

224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225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226 dowd 1 [daʊd] n. 邋遢的人(尤指女人)

227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228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229 eldridge 1 ['eldridʒ] n.爱尔德里奇（男子名）

230 emails 1 ['iː meɪlz] 邮件

231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23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233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234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235 Eugene 1 ['ju:dʒi:n] n.尤金（男子名）

236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237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238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239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240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241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242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243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244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245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246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47 Fishkill 1 ['fɪʃkɪl] n. (水污染引起的)鱼殇；鱼难

248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249 floyd 1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
250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251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252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253 fueling 1 [fjuːəlŋɪ] n. 加燃料；加油 动词fuel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4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255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56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57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258 god 1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259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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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261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262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263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64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265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266 handgun 1 ['hændgʌn] n.手枪

267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26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69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70 hemenway 1 n. 海明威

271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272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273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74 Hudson 1 ['hʌdsən] n.哈得孙河

275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76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7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78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279 indoor 1 ['indɔ:] adj.室内的，户内的

280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281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282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83 jared 1 ['dʒeirid] n.杰瑞德（男子名）

284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85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286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87 Kenosha 1 [ke'nɒʃɑ ]ː 基诺沙(美国城市)； n.；克诺沙(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部一湖港城市)

288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289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290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291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92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93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294 lesson 1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
295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96 liberals 1 n. 自由派

297 linking 1 [lɪŋkɪŋ] n. 连接；结合 动词link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98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99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300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301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302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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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303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304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305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306 manufacturer 1 [,mænju'fæktʃərə] n.制造商；[经]厂商

307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308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309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310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311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312 maxon 1 n. 马克森

313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314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315 minorities 1 英 [maɪ'nɒrəti] 美 [maɪ'nɔː rəti] n. 少数；少数民族；未成年

31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17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318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319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320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321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22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323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324 Nubian 1 ['nju:biən] adj.努比亚人的；努比亚语的 n.努比亚人；努比亚语

325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326 Obama 1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327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328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329 oneself 1 [wʌn'self, -zelf] pron.自己；亲自

330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331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32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333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334 outweighed 1 [ˌaʊt'weɪ] v. 比 ... 重要；比 ... 有价值

335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336 owning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337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38 parties 1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339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340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341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342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343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
344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345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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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347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348 protesters 1 n.抗议者(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); 反对者; 拒绝者; 断言者

349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350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351 purchases 1 ['pɜ tːʃəsɪz] n. 购买；购买的物品 vt. 购买；通过努力而获得

352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53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35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355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356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357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35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59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360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361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362 repairs 1 [rɪ'peəz] n.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.

363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364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365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66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367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368 riverdale 1 n. 里弗代尔

369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37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71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372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373 shoot 1 [ʃu:t] vt.射击，射中；拍摄；发芽；使爆炸；给…注射 vi.射击；发芽；拍电影 n.射击；摄影；狩猎；急流

374 shooter 1 ['ʃu:tə] n.射手；枪炮

375 shotgun 1 ['ʃɔtgʌn] n.霰弹猎枪 adj.猎枪的；被迫的 vt.用猎枪射击；强迫 vi.用猎枪射击

376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377 so 1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378 some 1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379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80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381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382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83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384 stated 1 ['steitid] adj.规定的；阐明的；定期的 v.规定（state的过去分词）；陈述；阐明

385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386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387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388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389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390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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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suicide 1 ['sjuisaid] n.自杀；自杀行为；自杀者 adj.自杀的 vt.自杀 vi.自杀

392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393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394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395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396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97 tensions 1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398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399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00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401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402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403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404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405 unrest 1 [,ʌn'rest] n.不安；动荡的局面；不安的状态

406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407 unusually 1 [ʌn'ju:ʒuəli] adv.非常；异乎寻常地；显著地

408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409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410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411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412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413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414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415 wanting 1 ['wɔntiŋ, 'wɔ:n-] adj.欠缺的；不足的；不够格的 prep.无；缺 v.需要（want的现在分词）；欠缺

416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417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418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19 Wesson 1 n. 韦森

420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421 whichever 1 [hwitʃ'evə] pron.任何一个；无论哪个 adj.无论哪个；无论哪些

422 widening 1 ['waidəuiŋ] v.使扩大；拓宽；扩展（wid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宽

423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424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42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26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42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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